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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免费午膳 

常见问题 

 

 

简介 

 

(1) 问： 推行「在校免费午膳」项目的目的是甚么？ 

 

答： 推行「在校免费午膳」项目的目的是为低收入家庭的小学生提供在校免费午膳，让合

资格学生在校期间能获得较均衡及充足的膳食，并减轻清贫家庭的经济压力。 

 

(2) 问： 「在校免费午膳」由 2014/15 学年起纳入政府的恒常资助后，项目的推行模式有否改

变？ 

 

答： 在 2011/12至 2013/14学年，关爱基金以先导形式推行为合资格的小学生提供在校免费

午膳。有关项目每年的推行模式相若，教育局以通函邀请公营及直接资助计划（直

资）全日制小学知会家长参与计划，并为参与学校预先提供拨款，以便学校采用实报

实销的形式支付合资格学生的午膳费用，教育局会在学年结束时核实有关拨款。由 

2014/15 学年起，项目纳入政府的恒常资助计划后，有关的执行细节与过往相若。 

 

(3) 问： 参与「在校免费午膳」的学生需要符合甚么资格？ 

 

答： 符合下列所有条件的小一至小六学生均可参与「在校免费午膳」： 

(i) 在学生资助计划下，获得「全额津贴」； 

(ii) 就读官立、资助（包括特殊学校）或直资的全日制小学；及 

(iii) 由其就读的学校安排午膳。 

 

(4) 问： 参加「在校免费午膳」的学校是否要为合资格学生安排午膳？何谓「安排」？                   

安排上要注意些甚么？ 

 

答： 是。「安排」的方式包括根据招标及采购指引为学生选择午膳供应商、学校自雇员工

为学生提供午膳等。但如学生自备午膳回校，则参与学校将不会因应这些学生而获提

供有关拨款。 

 

学校应为学生的午膳作妥善安排，除包括要求午膳供应商提供健康、均衡而充足的膳

食外，亦须安排多元食物种类的选择，以照顾个别学生的不同需要（例如因应健康、

宗教或文化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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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办法 

 

(5) 问： 哪些学校可以参加「在校免费午膳」，及如何参加？ 

 

答： 所有官立、资助（包括特殊学校）和直资的全日制小学皆可参与，为合资格学生提供

在校免费午膳。学校须填妥夹附于相关教育局通函内的申请表格或透过统一登入系

统（https://clo.edb.gov.hk/）填妥电子表格，在截止日期前交回教育局学生特别支援组

观塘办事处办理。 

 

行政安排 

 

(6) 问： 学校如何通知家长有关「在校免费午膳」和提交申请？ 

 

答： 参与学校每年，不论有否在半天上课期间为合资格学生作特别安排，亦必须就新学年

的「在校免费午膳」向家长发出通告知会全校家长有关计划的详情，并邀请家长参

加；而家长应使用该通告的回条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校可参考上载于本局网页的通

告样本（http://www.edb.gov.hk/sc/freelunch）。 

 

(7) 问： 家长需要向学校提交哪些证明文件？ 

 

答： 家长需要向学校提交两份证明文件，包括： 

(i) 由学校发出申请参加「在校免费午膳」的通告回条，以核实学生家长同意学生

参与计划；及 

(ii) 由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辖下的学生资助处发出的「资格评估申请结果通

知书」或「资格证明书」，以证明其子女获学生资助计划「全额津贴」的资

格。 

 

(8) 问： 由于申请学生资助计划的资格审查需时，家长如正等候学生资助计划的审批结果并已

在学期初预缴／缴付午膳费用，「在校免费午膳」资助可否追溯至该学年的 9 月 1 日

（或该学年入学的日期）？ 

 

答： 原则上「在校免费午膳」资助应以家长向学校提交申请「在校免费午膳」的日期起

计算，家长不可追溯申请日期之前的午膳费用，但由于学生资助计划的申请审核需

时，而午膳费用普遍需要预缴，对于已提交「在校免费午膳」申请，但正等候学生

资助计划的审批结果并已为子女缴付午膳费用的家长，若日后能提交所需的证明文

件，学校应安排午膳供应商将有关款项（由申请日起计算）退回家长。至于在学年

开始时不拟申请「在校免费午膳」的家长，日后亦可向学校提交申请，但午膳资助

只会由家长向学校提交申请「在校免费午膳」的日期起计算，家长不可追溯该日期

之前的午膳费用。有关例子请见附录。 

 

 

 

https://clo.edb.gov.hk/
http://www.edb.gov.hk/sc/free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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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问： 学校可否将现金给予家长？ 

 

答： 有关「在校免费午膳」拨款是由教育局直接发放予参加学校，再由学校代合资格学生

向午膳供应商缴付费用，学校不应将现金给予家长／学生。 

 

(10) 问： 若因不同情况，学校为合资格学生缴付午膳费用后，才发觉没有需要代学生缴付（例

如学生告病假或退学等，甚至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在复核时证实学生不合资

格），学校应如何处理？ 

 

答： 原则上，若学生告病假或退学，学校又能及时通知午膳供应商停止向有关学生提供午

膳，则学校应要求供应商退还差额。 

 

若学校根据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提供的资料，发觉学生经该处复核后为不符合

「全额津贴」资格，学校须通知家长自行支付午膳费用予午膳供应商，并须要求家长

退还学校已代缴的午膳费用。有见及此，本局建议学校每月核对由学生资助处发放的

学校书簿津贴／学生车船津贴申请结果概览表或更新报告，以便及时通知家长及午膳

供应商有关安排。 

 

(11) 问： 若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在复核或处理上诉个案时，证实学生由不合资格转变为

合资格，学校应如何处理？ 

 

答： 若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经复核或最终批核学生可获得「全额津贴」，学校应

按照上述第 8题所载的原则处理有关个案。 

 

(12) 问： 如午膳单据上只有付款金额（例如到便利店，或以缴费灵、银行入数、自动柜员机转

账、划线支票等付款），或学校自雇员工为学生提供午膳，而没有其他所需资料，学

校应如何处理？ 

 

答： 学校负责员工须在单据上列明受惠学生人数、午膳费用和用膳日数作为计算所付金

额的细分项目，并签署确认及盖上学校校印以示核实。 

 

(13) 问： 学校可否将获发「全额津贴」的学生资料转交午膳供应商？ 

 

答： 学校须取得获发「全额津贴」学生家长的同意，并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处

理。 

 

(14) 问： 小学在实施「在校免费午膳」时，教师的工作量相应增加，亦加重学校的行政负担。

教育局如何支援学校？ 

 

答： 由 2014/15 学年起，教育局已为公营小学提供一项相等于一名文书助理薪金的额外经

常现金津贴，以协助因推行各项措施而增加的行政及文书工作，尤与扶贫有关的项目

（包括「在校免费午膳」）。详情请参阅教育局通告第 10/20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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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安排 

 

(15) 问：  参加学校何时会收到「在校免费午膳」的拨款？ 

 

答： 教育局会分别在每年 8 月底及 12 月底直接发放拨款予资助（包括特殊学校）及直资

的全日制小学。至于官立全日制小学的拨款则分两期于每年 8月及翌年 4月发放。 

 

(16) 问： 如何计算「在校免费午膳」的拨款？ 

 

答： 「在校免费午膳」的拨款是按本局预计个别参加学校领取学生资助计划「全额津

贴」的学生人数、学校在申请表格内填报的每日午膳费用和午膳日数来计算，并分

两期发放给学校，即 8月底及 12 月底（官立小学则按其一贯会计安排在翌年 4月发

放）。在第二期拨款时，会一并调整已发放的拨款。 

 

(17) 问： 如学校所得的「在校免费午膳」的拨款不足以应付实际支出，又或多于实际支出，该

如何处理？ 

 

答： 「在校免费午膳」的拨款是预先提供予学校，并根据我们预计个别学校在学生资助

计划下的「全额津贴」的学生人数估算。若预拨予学校的拨款不足，学校可知会教

育局学生特别支援组观塘办事处以调整有关拨款。如拨款多于实际支出，学校在学

年结束时须核实有关拨款的收支结余，以便将余款退还教育局，余款不可结转至下

一年度使用；若账目内出现赤字，教育局会随后补足差额。本局会在每年 6月另函通

知学校有关补足差额的安排。 

 

(18) 问： 学校应如何处理「在校免费午膳」的账目？ 

 

答： 有关拨款属特定用途的津贴范围。一如其他津贴，参加学校须编制分类账目处理，并

保存有关单据，单据除列载支出金额外，还须显示受惠学生人数、午膳费用和用膳

日数，以备查核。资助学校请遵照教育局发出要求学校提交经审核周年账目的有关

通函及附件的规定，编制分类账目和将周年账目送交本局审核。至于官立小学，有

关拨款将会以预算拨款形式发放。学校须从指定用户帐号中支帐，财政年度的拨款

开支不得超出预算。 

 

(19) 问： 参与 2022/23 学年「在校免费午膳」的学校，若因疫情实行半日上课而需为学生提供

优质、低风险并能够保存较长时间的午膳餐盒，方便学生携带回家进食，应如何处理

与学校现有午膳供应商的合约？ 

 

答： 学校可考虑在咨询相关持分者的意见后，由校长或其委任的负责人员与现时午膳供应

商商讨，以修订合约条文形式实行，并以附录形式记录有关修订，包括价格的调

整。就是次安排的所有修订均需由法团校董会／校董会批准，并妥为记录。如学校

在检视合约后，未能以上述形式作修订，学校可考虑就是次的特别安排按教育局的

《资助学校采购程序指引》，重新进行采购。如学校现时的合约即将届满，在订定

新合约／延长合约时，应适切考虑情况及检讨相关条文，以便学校在实行半日上课

期间，午膳供应商仍可继续为合资格学生作妥善的午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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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0) 问： 因疫情实行半日上课期间，学校如何选择富营养、低风险并能够保存较长时间的午膳

餐盒？  

 

答： 学校在选择提供富营养、低风险并能够保存较长时间的午膳餐盒时，可参考食物安

全中心发出的《如何确保学校午餐安全指引》，包括确保派发前，热餐盒保持在摄

氏 60 度以上或冷冻餐盒保持在摄氏 4 度或以下。考虑部份学生回家路程可能较长，

学校不应提供冻食，例如沙律、凉拌菜或三文治等。热食方面，无论学校提供的是

热餐盒或冷冻餐盒，学生回家后宜将食物彻底翻热至滚烫，并尽快进食。学校应提

示午膳供应商不要提供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未彻底煮熟的鸡蛋、豆腐、绿叶蔬菜

或含有太多餸汁的菜式（例如咖哩）等。学校亦应藉此机会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健康

及环保教育，教导学生食物安全的知识并提醒他们不要浪费食物，以及指导学生及

家长如何妥善处理午膳餐盒以确保食物安全及卫生；亦可鼓励他们自备保温袋／环

保袋以盛载餐盒回家，并提醒他们每次用后必须妥善清洁保温袋。 

 

 有关如何为学生选择健康的午膳，学校可参考卫生署发出的有关指引及参考文件。

详情见「健康饮食在校园」（网址：https://school.eatsmart.gov.hk/b5/index.aspx）。 

 

(21) 问：  学校如何联络负责的教育局人员？ 

 

答：  如有查询，请致电 3850 2035与教育局学生特别支援组观塘办事处联络（地址：九龙

观塘观塘道 410号观点中心 10楼 1001-3室）。 

 

 

教育局 

2022年 10月 

https://school.eatsmart.gov.hk/b5/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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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在校免费午膳 

在不同个案下学生的资助生效日期 

 

个案 家长向学校提交申

请「在校免费午

膳」的通告回条的

日期 

家长向学校提交所

需证明文件的日期 

（如「资格评估申

请结果通知书」或

「资格证明书」） 

由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

事务处辖下的学生资助

处发出学生资助计划

「全额津贴」资格生效

日期 

「在校免费午膳」

资助生效日期 

注释 

1 该学年的 9月 1日 该学年的 10月 1日 该学年的 9月 1日 该学年的 9月 1日 学校应安排午膳供应商退回家长已缴付／预缴的 9月及 10月份

的午膳费用，并由学校代缴该学年其后的午膳费用。 

 

2 该学年的 9月 1日 该学年的 12月 1日 该学年的 11月 1日 该学年的 11月 1日 学校应安排午膳供应商退回家长已缴付／预缴的 11月及 12 月

份的午膳费用，并由学校代缴该学年其后的午膳费用。家长须

为其子女缴付 9月及 10月的午膳费用。 

 

3 该学年的 12月 1日 翌年的 2月 1日 该学年的 9月 1日 该学年的 12月 1日 由于家长于该学年的 12月 1日向学校提交「在校免费午膳」的

申请，学生的「在校免费午膳」资助生效日期只能由该学年 12

月 1日起计算。家长不可追溯 12月 1日之前的午膳费用。 

 

 


